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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举行的公益活动评
选上，雅芳中国凭借对女性公益
事业的不懈深耕， 被授予“2014
年度最佳公益创新奖”， 雅芳中
国抗乳癌项目“远离乳癌，健康
一生”获评“2014 年度最佳公益
项目奖”。 这是雅芳自去年参评
该奖项以来， 再次获得两项大
奖。

Avon 雅芳始终坚持“用心成
就女性”的品牌承诺，在中国积
极开展抗乳癌、反家暴以及抗灾
救灾等各项慈善事业，充分履行
优秀企业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雅芳所关注的不仅是满足女性
对于美丽的追求，更关注每一位
女性对于身体健康、经济独立和
拥有幸福家庭的渴望。

美容化妆品公司 Avon 雅芳
1886 年创立于美国纽约，年销售
收入达 100 亿美元， 向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提供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 1955 年，雅芳

女性基金会成立，这一目前全球
最大的由企业支持的女性基金
会主要聚焦乳腺癌防治、抵制家
庭暴力以及重大灾情紧急援助。

1 月 16 日，青年歌手姚贝娜
因乳腺癌复发病逝，年仅 33 岁，
让人感到痛惜的同时，也再次引
发了公众对乳腺癌的高度关注。
依托于雅芳女性基金会，“远离
乳癌 健康一生” 这一主题于
2001 年引入中国。

2014 年，雅芳宣布“深耕”其
在中国的乳腺癌防治公益项目，
将乳腺癌防治知识及医疗服务
送到需要更为迫切的贫困地区。
根据计划，在未来一年里，雅芳
将携手乳腺癌防治的知名专家，
深入医疗技术和服务都相对薄
弱的三四线城市，每季度开展一
次乳癌防治宣传教育及义诊等
公益活动。

2014 年 10 月，“远离乳癌
健康一生———雅芳公益行”首站

来到河北廊坊广阳区
北旺乡许各庄村，为
当地数百位妇女送去
了深入浅出的讲座及
专家义诊等服务。 这
一地区虽然离北京不
远， 但要一早辗转到
大医院挂号看病却非
常困难。 能见到平时
排队都看不上的权威
专家， 不少村民自己
义诊完毕后又去招呼
自己的亲友。 雅芳表
示， 以后仍将持续举
办这样能真正使贫困
地区女性受益的活
动。

据了解，1990 年
Avon 雅芳进入中国，
其 1998 年建成投产的位于广州
的生产基地是 Avon 雅芳目前在
亚洲最大、最现代化的化妆品生
产基地之一。2011 年，Avon 雅芳

上海研发中心正式在中国落户，
它是 Avon 雅芳全球研发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Avon 雅
芳为中国女性提供包括护肤、彩
妆、个人护理、香品等数百种优

质产品；业务覆盖国内 22 个省、
5 个自治区及 4 个直辖市。 目
前，Avon 雅芳在中国正致力于
向零售业务的稳步转型。

（刘奇）

雅芳致力于关注女性健康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国际交流、发动全社会参与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为维护生态平衡、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环境做出贡
献。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绿化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62 号

1985-09-27 业务主管单位 国家林业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8 号

84238200 互联网地址 www.cgf.org.cn

王志宝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714

中国绿化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12,402,495.16

本年度总支出 135,516,327.6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30,202,155.9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497,667.09

行政办公支出 3,248,634.42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15.8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24%

� � 本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109,559,608.34 1,500,000.00 111,059,608.34

106,191,208.93 1,500,000.00 107,691,208.93

5,253,692.66 0.00 5,253,692.66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02,931,135.38 196,876,355.63 流动负债 1,850,209.85 1,800,487.36

其中：货币资金 202,860,288.35 196,805,638.60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0,000,000.00 5,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770,126.62 1,041,771.95 负债合计 1,850,209.85 1,800,487.36

净资产合计 211,851,052.15 201,117,640.22

资产总计 213,701,262.00 202,918,127.5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13,701,262.00 202,918,127.5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92,865,466.73 178,822,919.14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8,985,585.42 22,294,721.0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473,307.37 118,209,608.34 124,682,915.71

其中：捐赠收入 0.00 111,059,608.34 111,059,608.34

政府补助收入 477,400.00 7,150,000.00 7,627,400.00

二、本年费用 135,516,327.64 0.00 135,516,327.64

（一）业务活动成本 132,352,155.93 0.00 132,352,155.93

（二）管理费用 3,164,171.71 0.00 3,164,171.71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32,352,155.93 -132,352,155.93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309,135.66 -14,142,547.59 -10,833,411.93

投资收益 459,000.00 0.00 459,00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12 月 18 日五、监事：张习文 孔明

1 月 23 日，中国光华科技基
金会在京举行捐赠活动，向全国
各地进城务工青年捐赠《农家青
年宝典》20 万册。 团中央书记处
书记傅振邦、中国光华科技基金
会理事长兼秘书长任晋阳、副秘
书长查德荣等有关负责人以及
务工青年代表出席活动。

《农家青年宝典》作为《农家

书屋》杂志的增刊，已于 2014 年、
2015 年连续出版了两次，内容涉
及政策、法律、时事、农业知识、
生活百科等各个方面。 2015 年，
《农家青年宝典》 在第一版的基
础上进行了充实，通过语言文字
的力量解读政策、 启发思考、引
领向上的正能量，为农民工的就
业、维权、老人赡养、子女教育、

业余生活提供各种帮扶和支持。
捐赠仪式上，中国光华科技

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任晋阳
表示，两亿多进城务工人员中的
绝大多数是青年，中国光华科技
基金会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图
书出版发行服务方面形成了一
定的优势，希望依托《农家书屋》
杂志平台，以增刊的形式出版发

行《农家青年宝典》，将其打造成
一种更聚焦、更集中、更可读的
传播媒介，一方面为带领青年创
业致富、 促进乡村和谐而努力，
一方面为进城务工青年营造工
作、学习、生活的良好环境，为他
们的成长提供有力支撑。

光耀天润传媒集团、富士康
科技集团等企业对《农家青年宝

典》 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光
耀天润传媒集团总裁刘震表示，
《农家青年宝典》为身处异乡、坚
守在生产一线的青年朋友提供
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企业将
通过持续地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唤醒全社会对进城务工青年的
关注与关爱。

（徐辉）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关心进城务工青年

主办方为雅芳中国颁发“最佳公益项目奖”


